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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

化补偿方法；包括：S1应用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方

法对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结果进行在线

分析获得评价结果；S2针对评价结果选择匹配的

补偿方法进行处理；S21针对评价结果为次优的

情况，采用自优化控制的补偿方法；S22针对评价

结果为非优的情况，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

设定补偿方法；S23针对在历史数据库中找不到

与当前工况相似数据的情况，将此类前工况数据

采用金湿法冶金全流程重新优化的方法，得到最

优操作；本发明通过建立补偿模型并求解，避免

生产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扰动或不确定变量无法

建立机理模型且无法求得最优操作的问题，对于

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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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补偿方法，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包括压滤脱水调浆、

浸出、洗涤和置换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部分，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

部分包括以下步骤：

S1、应用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方法对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结果进行在线分析，获

得评价结果；

S2、针对评价结果，选择与所述评价结果匹配的补偿方法进行处理，具体包括：

S21、针对评价结果为次优的情况，采用自优化控制的补偿方法，选择全流程输出变量

的线性组合作为被控变量，通过控制所述被控变量跟踪设定值实现湿法冶金全流程过程在

不确定性扰动下的自优化控制；

S22、针对评价结果为非优的情况，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基于及

时学习思想与偏最小二乘方法对当前操作量进行补偿操作，进而实现过程运行自优化；

S23、针对在历史数据库中找不到与当前工况相似数据的情况，将此类前工况数据采用

金湿法冶金全流程重新优化的方法，进而得到当前工况下最优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离线建模部分；

所述离线建模部分具体包括：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建立、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模

型建立、最优操作案例库建立和自优化控制模型建立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建立包括：

以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生产过程的经济成本最小为优化目标，以两次氰化浸出过程中的

氰化钠添加量Qji，cn，j＝1，2为两次浸出过程，i＝1，2，3为一次浸出过程中浸出槽个数和置

换过程中锌粉添加量Qzn为操作变量，构成金湿法冶金全流程操作向量u＝[Q11，cn，...，

Q23，cn，Qzn]T；

通过满足各个子流程的质量指标和操作量的实际要求范围约束，最终建立满足金湿法

冶金全流程机理模型中每个工序定量关系的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所述金湿法冶金

全流程优化模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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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为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经济成本函数，Pcn，Pzn，Pcnd，PAu为每种物料的单位价格，EC

为生产总能耗，Q23，s表示第二次浸出过程最后一个槽中的矿石流量，C13，cn、C23，cn分别表示一

次浸出过程和二次浸出过程中最后一个槽中氰根离子浓度，C23，s表示第二次浸出过程最后

一个槽中的固金品位值；fp表示第p个子流程的机理模型；xtp(p＝1，2，3)为一次浸出过程的

浸出率、二次浸出过程的浸出率和置换过程的置换率， 为一浸浸出率、二浸浸

出率和置换率的最小要求约束；up为第p个工序的操作向量，z为工况条件，包括矿石流量，

固金品位，矿石粒径；Cw为矿浆浓度，代表着随机扰动变量；C1i，1Au、C1(i-1)，1Au、C2i，1Au、

C2(i-1)，1Au分别表示一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一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个

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的液相金品位，其中i＝1，2，3；C1i，cn、C1(i-1)，cn、C2i，cn、C2(i-1)，cn

分别表示一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一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二次浸

出过程第i-1个浸出槽的液相氰根离子浓度；Qs为矿石流量，V为反应物体积； 表示生产过

程中所要求的浸出率指标；u3表示置换过程中锌粉的添加量，其中u3，min，u3，max分别表示实际

生产过程所要求的锌粉添加量的最小和最大值；uji表示第j个过程中第i个槽的氰化钠添加

量，uji，min、uji，max分别表示每个槽中所要求的氰化钠添加量的最小和最大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建立包括：

根据全流程工业特性和各个子流程的数据特性，建立湿法冶金全流程评价模型，具体

实施步骤如下：

A1、对金属冶金过程中在线采集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进行预处理，获得待分析的定

量数据和定性数据，数据预处理步骤如下：

A11、选择全流程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为评价指标，并选取能够影响过程运行状态的

过程变量；

A12、对于定性变量，用一系列正整数顺次表示不同状态等级；对于定量变量，进行简单

的平滑处理，选取一定长度的滑动窗口，用窗口内变量均值表征整个窗口的信息；

A2、根据历史时间段内的金属冶金过程中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建立用于评价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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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运行状态等级的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A21、全流程等级确定；令建模数据为 H为样本个数，J为变量个数，包含定性

变量和定量变量；根据全流程评价指标经济成本，过程运行状态被划分为优、次优和非优三

个等级，记为X1，X2，X3，其中，X包含6个子块数据，分别为调浆过程子块，一次氰化浸出过程

子块，一次压滤洗涤过程子块、二次氰化浸出过程子块、二次压滤洗涤过程子块和置换过程

子块；角标1，2，3分别表示性能等级为优，次优和非优；

A22、全流程评价模型建立；获取各等级数据Xl(l＝1，2，3)后，利用模糊概率粗糙集对全

流程模型建立决策表；

其中，条件属性为Xl(l＝1，2，3)中的各个变量，决策属性为全流程运行状态等级l，论域

包含Xl(l＝1，2，3)中所有的元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最优操作案例库建立包括：

基于历史优的过程运行数据{xn}n＝1，...，N，N为历史中保留的过程运行状态等级为优时

的数据个数，建立最优操作案例库 其中zn为工况条件，un为在工况条件为zn

时的最优操作变量，Nc为最优案例库中数据个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自优化控制模型建立包括：

以金湿法冶金全流程过程运行的经济花费、能源效率为代价函数，选择全流程输出变

量的线性组合作为被控变量，建立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的自优化控制模型，具体自优化控制

离线建模过程如下：

B1、对不确定扰动变量矿浆浓度的分布空间Cw∈[32％，40％]，采用MonteCarlo采样产

生Ns组序列

B2、对每一组矿浆浓度情形d(n)采用全流程优化方法进行离线优化求解，计算得到最优

输入uopt＝[Q11，cn，...，Q23，cn，Qzn]T；

B3、根据前面求解结果，记录每一扰动情形下对应的最优输出变量 其中输出变量

包括第一次浸出过程和第二次浸出

过程中三个浸出槽氰化钠添加量、置换过程中锌粉添加量的最优输入变量uopt＝[Q11，ch，

Q12，cn，Q13，cn，Q21，cn，Q22，cn，Q23，cn，Qzn]，两次浸出过程中的固金品位Cji，s与氰根粒子浓度

Cji，cn，置换过程中的氰渣品位Ccnd；测量噪声取高斯噪声，标准差为标称值的5％；将所有扰

动情形下求得的最优输出变量构成矩阵 其中

是测量噪声的协方差矩阵；

B4、取标称工作点Cw＝36％，用有限差分方法计算输出变量值的增益矩阵Gy，ref和损失

函数J相对于操作变量u的海森矩阵Juu，ref；

B5、计算组合C＝Hy中最优组合矩阵H，使得平均损失最小，即 组

合矩阵H可以通过求解如下公式获得：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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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包含测量噪声的最优输出变量所构成的矩阵，Gy，ref表示标称工作下的输入输出的

增益矩阵，Juu，ref表示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经济成本函数J相对于操作变量u的海森矩阵；基于

标称工作点下的最优输出变量 利用公式 求得被控变量设定值Cs。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部分具体包括：过程

运行状态在线评价、自优化控制在线补偿和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模型建立步

骤，具体的如以下所述：

通过全流程优化求解求得标称工作点下的最优操作变量，将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金湿

法冶金生产过程中，其中，实际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扰动；

第一步，基于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方法在线判断当前过程运行性能；

第二步，针对不同的性能等级，自优化控制方法与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

法相应的补偿策略被分别实施；

第三步，将补偿后的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进而得到最优操作；在线评价与

操作补偿的具体步骤如下：

101、将标称工作点求得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金湿法冶金生产过程中，获得过程变

量xt和输出变量yt；

102、过程运行状态在线评价；针对当前过程变量和输出变量，采用离线建立的全流程

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对当前过程变量进行处理，确定金属冶金过程中全流程运行状态等级

在线评价的具体步骤如下：

C1、获得在线数据xt，与离线建立的决策表中数据，根据模糊概率粗糙集进行匹配，获得

xt的模糊等价类的λ截集 其中

表示数据xt的条件属性集合，λ为给定的阈值；

C2、计算属于第l个等级的概率为：

其中dl表示第l个等级，Xl(l＝1，2，3)为根据历史数据确定运行状态等级；判断全流程

的运行状态等级为：

103、根据不同的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补偿策略，具体补偿形式分为如下：

情形1：评价结果为优时，表明当前操作变量为最优操作，无需进行补偿操作，直到新的

过程扰动发生；

情形2：评价结果为次优时，即过程运行状态偏离最优操作，但偏差不大；针对该情况，

采用自优化控制在线补偿操作，通过控制被控变量跟踪设定值实现不确定性与变化扰动对

经济目标最优化影响最小，进而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实现湿法冶金过程在不确定性扰动

下的自优化控制；

具体补偿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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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基于离线计算得到的连接矩阵H与当前工况下的输出变量yt，利用公式Ct＝Hyt求得

被控变量Ct；

D2、基于如下公式，计算当前操作变量 的补偿值Δu1.k；

Δy＝Gy·Δu

H′＝BH，B＝(H·Gy)-1

C′＝B·C＝H′·y

B·ΔC＝H′·Δy＝(H·Gy)-1·H·Gy·Δu＝I·Δu

其中，Δy表示通过用有限差分法求得的标称工作下输出值的差值，Gy即为Gy，ref，表示

标称工作下的输入输出的增益矩阵，补偿值Δu即为Δu1.k，ΔC为被控变量设定值Cs与当前

所求被控变量Ct的偏差；H′表示连接矩阵H的通解；

D3、将新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下一阶段；

情形3：评价结果为非优时，即过程运行状态偏离最优操作，且偏差很大；针对该情况，

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使生产过程回归至最优或次优运行状态；即采

用基于及时学习思想，在历史最优数据库中查找与当前工况最相近的几组数据，采用偏最

小二乘方法建立工况条件与操作量补偿值之间的数据模型，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进而实

现过程运行自优化；

具体补偿步骤如下：

E1、针对当前过程变量xt，在离线建立的历史优的案例库中寻找与当前工况条件zt相近

的案例数据zi，基于如下公式，计算样本相似度Sz；

Sz＝ρexp(-Di)+(1-ρ)cos(ωi)

其中Sz∈[0，1]越大，样本相似度越强；Di和cos(ωi)分别表示zi与zt之间的欧氏距离和

夹角的余弦值；ρ(0≤ρ≤1)是平衡距离和夹角信息权重的指标；

E2、定义样本相似度阈值ε(0＜ε＜1)，判断样本相似度Sz是否大于阈值ε；

第一情形：如果Sz≥ε，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存在与当前工况相似的数据；如果相似样本

数≥L，采用基于及时学习思想进行操作补偿，否则，进行第二情形操作；

针对第一情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F1、基于样本相似度计算公式，计算得到L个相似样本作为局部回归模型的建模数据；

F2、基于L个相似样本{zi，ui}i＝1，2，L，计算操作变量ui，(i＝1，2，...，L)与当前操作变量

之间的差值，记为Δui，(i＝1，2，...，L)；构建建模数据集{zi，Δui}i＝1，2，L；

F3、基于偏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局部回归模型Δui＝fr(zi，θ)，其中θ是更新参数，随着建

模数据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当前操作工况条件zt，基于局部回归模型fr，计算当前操作变量

的补偿值Δu2，k；

F4、将新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下一阶段；

第二情形：如果Sz＜ε或Sz≥ε但相似样本数＜L，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找不到大量与当

前工况相似的数据，这样，采用传统的实时优化方法，即，辨识扰动变量，重新优化全流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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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进而得到最优操作。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评价结果为非优时，采用基于及时学习思

想，在历史最优数据库中查找与当前工况最相近的几组数据，根据相似数据的个数，分为两

种情形：

情形一：如果相似数据个数大于某一阈值，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存在足够的与当前工

况相似的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工况条件与操作量补偿值之间的数据模型，对当

前操作进行补偿，进而实现过程运行自优化；

情形二：如果相似数据个数小于某一阈值，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找不到大量与当前工

况相似的数据；采用传统的实时优化方法，即辨识扰动变量，重新优化全流程优化模型，进

而得到最优操作。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过程检测系统，过程检

测系统包括PLC控制器、浓度检测、压力检测和流量检测；

PLC控制器采用Simens  400系列的CPU  414-2，具有Profibus  DP口连接分布式IO；为

PLC配备以太网通讯模块，用于上位机访问PLC数据；PLC控制器和以太网通讯模块放置在中

央控制室中的PLC柜中；

上位机选用i7联想计算机，采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

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系统在i7联想计算机上，采用C#2008编程软件，金湿法冶

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算法采用Matlab  2016a编程软件；

PLC与全流程实时优化的信号传送软件是采用C#2008编程软件；在湿法冶金过程现场

安装检测仪表，检测仪表将采集的信号通过Profibus-DP传送到PLC中，PLC定时将采集信号

通过以太网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把接受的数据传给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系统进行

全流程的实时优化补偿操作，并提供操作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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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湿法冶金过程实时优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

优化补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湿法冶金工艺随着高品位矿石的逐渐减少，已经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与传统的火法冶金相比，湿法冶金技术具有高效、清洁、适用于低品位复杂金属矿产资源回

收等优势。特别是针对我国矿产资源贫矿多，复杂共生，杂质含量高的特点，湿法冶金工艺

工业化对于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降低固体废弃物产量，减少环境污染，都有重大的

意义。近几年湿法冶金工艺研究进展迅速。但由于湿法冶金反应机理复杂，工艺条件恶劣，

如高温、高压、强腐蚀等，工艺流程长，设备类型多样，因此湿法冶金企业只有不断提高大规

模工业化智能控制水平，才能保证生产安全、稳定、连续的运行，进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

量。我国湿法冶金工艺技术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某些方面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但

由于湿法冶金工艺类型多、工艺条件差别大、规模相对较小等原因，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

且各工序的单独优化控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工业生产的需要。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

量、金属回收率、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等技术经济指标，降低运行成本与固体废弃物产

量，减少环境污染，达到高产优质、节能降耗等目的，迫切地需要对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

化进行研究，最终实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目标。

[0003] 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包括磨矿、浮选、脱水调浆、氰化浸出、压滤洗涤、置换等湿法冶

炼的工艺流程。首先原矿石经过磨矿和分离浮选等预处理过程后得到一定的矿浆，之后通

过浓密压滤过程将预处理过程中携带的药剂从矿石中脱离，得到带有极少量液体的滤饼。

接着通过调浆过程将滤饼与调浆水搅拌得到一定浓度的矿浆，混合后的矿浆由排矿泵打入

到后续的浸出流程的浸出槽中。浸出流程由两次浸出过程组成，精矿中难溶的金通过与浸

出剂(NaCN)发生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离子，两次浸出后的矿浆通入压滤机压滤洗涤后生成

贵液，最终通过置换工序得到金属金。黄金湿法冶金主要工序如图1所示。

[0004] 合理的湿法冶金工艺流程是确保矿石中金有效回收利用、企业获得高收益回报的

基本前提。目前，国内外对湿法冶金全流程建模、优化及基础控制多集中于各子过程(如浸

出、压滤洗涤/浓密洗涤、萃取/置换)的层面上，还没有相关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的应

用和研究，很多研究要么精度不高，要么缺少对全流程中各个子过程以及相互之间的物理

特性的考虑，因此它们不能反映湿法冶金全流程，限制了模型的实际应用能力。湿法冶金全

流程一般具有流程多、强耦合、大滞后、非线性等特征。因此，所建立的模型还应该能体现出

上述复杂性，为实现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在许多实际工业生产

过程中，存在着与生产条件、测量偏差、原材料特性等有关的误差或不确定性。而国内外对

于模型建立的研究多集中于单纯的机理模型或单纯的数据模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存在，

致使生产过程某些局部环节的模型无法获得，此时也就无法基于过程模型进行全流程优化

控制。因此合理的建立过程定性模型与定量模型共存的混合模型对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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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便于生产调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0005] 目前，国内外对湿法冶金全流程的实时优化研究很少，自动化水平也不高，理论研

究也只停留在对各工序的优化层面上。由于湿法冶金全流程是由一系列典型工序组成的复

杂过程，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单一工序的优化已不能满足湿法冶金全流程的生产要求。针

对这样的挑战，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矿物加工工业的一个

重要发展目标。然而，湿法冶金全流程规模过大、工序及变量过多，过程模型可能会受到不

确定的随机扰动。湿法冶金过程生产的这些特点，可能使建立的过程模型和实际生产过程

存在不匹配，致使基于模型的优化方法得到的优化结果应用于实际过程中时并不是实际过

程最优解。以上特点使得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问题更为复杂，迫切需要对湿法冶金全

流程实时优化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寻求适当的全流程建模方法与实时优化方法，本发

明提供了适用于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为了解决现有金湿法冶金法建立的模型与实际生产过程不匹配，且应用该模型时

不能获得最优解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补偿方法。

[0008] (二)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

[0010] 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部分，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部分包括以下步骤：

[0011] S1、应用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方法对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结果进行在线分

析，获得评价结果；

[0012] S2、针对评价结果，选择与所述评价结果匹配的补偿方法进行处理，具体包括：

[0013] S21、针对评价结果为次优的情况，采用自优化控制的补偿方法，选择全流程输出

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被控变量，通过控制所述被控变量跟踪设定值实现湿法冶金全流程过

程在不确定性扰动下的自优化控制；

[0014] S22、针对评价结果为非优的情况，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基

于及时学习思想与偏最小二乘方法对当前操作量进行补偿操作，进而实现过程运行自优

化；

[0015] S23、针对在历史数据库中找不到与当前工况相似数据的情况，将此类前工况数据

采用金湿法冶金全流程重新优化的方法，进而得到当前工况下最优操作。

[0016] 可选地，包括离线建模部分；

[0017] 所述离线建模部分具体包括：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建立、过程运行状态评

价模型建立、最优操作案例库建立和自优化控制模型建立步骤。

[0018] 可选地，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建立包括：

[0019] 以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生产过程的经济成本最小为优化目标，以两次氰化浸出过程

中的氰化钠添加量Qji,cn，j＝1,2为两次浸出过程，i＝1,2,3为一次浸出过程中浸出槽个数

和置换过程中锌粉添加量Qzn为操作变量，构成金湿法冶金全流程操作向量u＝[Q11,cn,...,

Q23,cn,Qzn]T；

[0020] 通过满足各个子流程的质量指标和操作量的实际要求范围约束，最终建立满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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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冶金全流程机理模型中每个工序定量关系的金湿法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所述金湿法

冶金全流程优化模型表示如下：

[0021]

[0022]

[0023] 其中，J为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经济成本函数，Pcn,Pzn,Pcnd，PAu为每种物料的单位价

格，EC为生产总能耗，Q23,s表示第二次浸出过程最后一个槽中的矿石流量，C13,cn、C23,cn分别

表示一次浸出过程和二次浸出过程中最后一个槽中氰根离子浓度，C23,s表示第二次浸出过

程最后一个槽中的固金品位值；fp表示第p个子流程的机理模型；xtp(p＝1,2,3)为一次浸出

过程的浸出率、二次浸出过程的浸出率和置换过程的置换率， 为一浸浸出率、

二浸浸出率和置换率的最小要求约束；up为第p个工序的操作向量，z为工况条件，包括矿石

流量，固金品位，矿石粒径；Cw为矿浆浓度，代表着随机扰动变量；C1i ,lAu、C1(i-1) ,lAu、C2i ,lAu、

C2(i-1) ,lAu分别表示一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一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个

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的液相金品位，其中i＝1,2,3；C1i,cn、C1(i-1) ,cn、C2i,cn、C2(i-1) ,cn

分别表示一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一次浸出过程第i-1个槽、二次浸出过程第i个槽、二次浸

出过程第i-1个浸出槽的液相氰根离子浓度；Qs为矿石流量，V为反应物体积； 表示生产过

程中所要求的浸出率指标；u3表示置换过程中锌粉的添加量，其中u3,min，u3,max分别表示实际

生产过程所要求的锌粉添加量的最小和最大值；uji表示第j个过程中第i个槽的氰化钠添加

量，uji,min、uji,max分别表示每个槽中所要求的氰化钠添加量的最小和最大值。

[0024] 可选地，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建立包括：

[0025] 根据全流程工业特性和各个子流程的数据特性，建立湿法冶金全流程评价模型，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26] A1、对金属冶金过程中在线采集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进行预处理，获得待分析

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数据预处理步骤如下：

[0027] A11、选择全流程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为评价指标，并选取能够影响过程运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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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过程变量；

[0028] A12、对于定性变量，用一系列正整数顺次表示不同状态等级；对于定量变量，进行

简单的平滑处理，选取一定长度的滑动窗口，用窗口内变量均值表征整个窗口的信息；

[0029] A2、根据历史时间段内的金属冶金过程中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建立用于评价

全流程的运行状态等级的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30] A21、全流程等级确定；令建模数据为 H为样本个数，J为变量个数，包含

定性变量和定量变量；根据全流程评价指标经济成本，过程运行状态被划分为优、次优和非

优三个等级，记为X1,X2,X3，其中，X包含6个子块数据，分别为调浆过程子块，一次氰化浸出

过程子块，一次压滤洗涤过程子块、二次氰化浸出过程子块、二次压滤洗涤过程子块和置换

过程子块；角标1，2，3分别表示性能等级为优，次优和非优；

[0031] A22、全流程评价模型建立；获取各等级数据Xl(l＝1,2,3)后，利用模糊概率粗糙

集对全流程模型建立决策表；

[0032] 其中，条件属性为Xl(l＝1,2,3)中的各个变量，决策属性为全流程运行状态等级

l，论域包含Xl(l＝1,2,3)中所有的元素。

[0033] 可选地，最优操作案例库建立包括：

[0034] 基于历史优的过程运行数据{xn}n＝1,...,N，N为历史中保留的过程运行状态等级为

优时的数据个数，建立最优操作案例库 其中zn为工况条件，un为在工况条件

为zn时的最优操作变量，Nc为最优案例库中数据个数。

[0035] 可选地，自优化控制模型建立包括：

[0036] 以金湿法冶金全流程过程运行的经济花费、能源效率为代价函数，选择全流程输

出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被控变量，建立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的自优化控制模型，具体自优化

控制离线建模过程如下：

[0037] B1、对不确定扰动变量矿浆浓度的分布空间Cw∈[32％,40％]，采用Monte  Carlo

采样产生Ns组序列

[0038] B2、对每一组矿浆浓度情形d(n)采用全流程优化方法进行离线优化求解，计算得到

最优输入uopt＝[Q11,cn,...,Q23,cn,Qzn]T；

[0039] B3、根据前面求解结果，记录每一扰动情形下对应的最优输出变量 其中输出

变量 包括第一次浸出过程和第二

次浸出过程中三个浸出槽氰化钠添加量、置换过程中锌粉添加量的最优输入变量uopt＝

[Q11,cn,Q12,cn,Q13,cn,Q21,cn,Q22,cn,Q23,cn,Qzn]，两次浸出过程中的固金品位Cji,s与氰根粒子浓

度Cji,cn，置换过程中的氰渣品位Ccnd；测量噪声取高斯噪声，标准差为标称值的5％；将所有

扰动情形下求得的最优输出变量构成矩阵 其中

是测量噪声的协方差矩阵；

[0040] B4、取标称工作点Cw＝36％，用有限差分方法计算输出变量值的增益矩阵Gy ,ref和

损失函数J相对于操作变量u的海森矩阵Juu,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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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B5、计算组合C＝Hy中最优组合矩阵H，使得平均损失最小，即

组合矩阵H可以通过求解如下公式获得： 其

中， 表示包含测量噪声的最优输出变量所构成的矩阵，Gy ,ref表示标称工作下的输入输出

的增益矩阵，Juu,ref表示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经济成本函数J相对于操作变量u的海森矩阵；基

于标称工作点下的最优输出变量 利用公式 求得被控变量设定值Cs。

[0042] 可选地，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部分具体包括：过程运行状态在线评价、自优化控制

在线补偿和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模型建立步骤，具体的如以下所述：

[0043] 通过全流程优化求解求得标称工作点下的最优操作变量，将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

金湿法冶金生产过程中，其中，实际过程存在不确定性扰动；

[0044] 第一步，基于过程运行状态评价方法在线判断当前过程运行性能；

[0045] 第二步，针对不同的性能等级，自优化控制方法与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

偿方法相应的补偿策略被分别实施；

[0046] 第三步，将补偿后的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进而得到最优操作；在线评

价与操作补偿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7] 101、将标称工作点求得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金湿法冶金生产过程中，获得过

程变量xt和输出变量yt；

[0048] 102、过程运行状态在线评价；针对当前过程变量和输出变量，采用离线建立的全

流程运行状态评价模型，对当前过程变量进行处理，确定金属冶金过程中全流程运行状态

等级

[0049] 在线评价的具体步骤如下：

[0050] C1、获得在线数据xt，与离线建立的决策表中数据，根据模糊概率粗糙集进行匹

配，获得xt的模糊等价类的λ截集 其中

表示数据xt的条件属性集合，λ为给定的阈值；

[0051] C2、计算属于第l个等级的概率为：

[0052] 其中dl表示第l个等级，Xl(l＝1,2,3)为根据历史数据确定运行状态等级；判断全

流程的运行状态等级为：

[0053] 103、根据不同的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补偿策略，具体补偿形式分为如下：

[0054] 情形1：评价结果为优时，表明当前操作变量为最优操作，无需进行补偿操作，直到

新的过程扰动发生；

[0055] 情形2：评价结果为次优时，即过程运行状态偏离最优操作，但偏差不大；针对该情

况，采用自优化控制在线补偿操作，通过控制被控变量跟踪设定值实现不确定性与变化扰

动对经济目标最优化影响最小，进而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实现湿法冶金过程在不确定性

扰动下的自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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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具体补偿步骤如下：

[0057] D1、基于离线计算得到的连接矩阵H与当前工况下的输出变量yt，利用公式Ct＝Hyt

求得被控变量Ct；

[0058] D2、基于如下公式，计算当前操作变量 的补偿值Δu1.k；

[0059] Δy＝Gy·Δu

[0060] H′＝BH,B＝(H·Gy)-1

[0061] C′＝B·C＝H′·y

[0062] B·ΔC＝H′·Δy＝(H·Gy)-1·H·Gy·Δu＝I·Δu

[0063] 其中，Δy表示通过用有限差分法求得的标称工作下输出值的差值，Gy即为Gy ,ref，

表示标称工作下的输入输出的增益矩阵，补偿值Δu即为Δu1.k，ΔC为被控变量设定值Cs与

当前所求被控变量Ct的偏差；H′表示连接矩阵H的通解；

[0064] D3、将新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下一阶段；

[0065] 情形3：评价结果为非优时，即过程运行状态偏离最优操作，且偏差很大；针对该情

况，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使生产过程回归至最优或次优运行状态；即

采用基于及时学习思想，在历史最优数据库中查找与当前工况最相近的几组数据，采用偏

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工况条件与操作量补偿值之间的数据模型，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进而

实现过程运行自优化；

[0066] 具体补偿步骤如下：

[0067] E1、针对当前过程变量xt，在离线建立的历史优的案例库中寻找与当前工况条件zt

相近的案例数据zi，基于如下公式，计算样本相似度Sz；

[0068] Sz＝ρexp(-Di)+(1-ρ)cos(ωi)

[0069]

[0070] 其中Sz∈[0,1]越大，样本相似度越强；Di和cos(ωi)分别表示zi与zt之间的欧氏距

离和夹角的余弦值；ρ(0≤ρ≤1)是平衡距离和夹角信息权重的指标；

[0071] E2、定义样本相似度阈值ε(0＜ε＜1)，判断样本相似度Sz是否大于阈值ε；

[0072] 第一情形：如果Sz≥ε，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存在与当前工况相似的数据；如果相

似样本数≥L，采用基于及时学习思想进行操作补偿，否则，进行第二情形操作；

[0073] 针对第一情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74] F1、基于样本相似度计算公式，计算得到L个相似样本作为局部回归模型的建模数

据；

[0075] F2、基于L个相似样本{zi,ui}i＝1,2,L，计算操作变量ui,(i＝1,2,...,L)与当前操作

变量 之间的差值，记为Δui,(i＝1,2,...,L)；构建建模数据集{zi,Δui}i＝1,2,L；

[0076] F3、基于偏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局部回归模型Δui＝fr(zi,θ)，其中θ是更新参数，随

着建模数据的不同而改变；针对当前操作工况条件zt，基于局部回归模型fr，计算当前操作

变量的补偿值Δu2,k；

[0077] F4、将新的操作变量 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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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第二情形：如果Sz＜ε或Sz≥ε但相似样本数<L，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找不到大量与

当前工况相似的数据，这样，采用传统的实时优化方法，即，辨识扰动变量，重新优化全流程

优化模型，进而得到最优操作。

[0079] 可选地，评价结果为非优时，采用基于及时学习思想，在历史最优数据库中查找与

当前工况最相近的几组数据，根据相似数据的个数，分为两种情形：

[0080] 情形一：如果相似数据个数大于某一阈值，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存在足够的与当

前工况相似的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工况条件与操作量补偿值之间的数据模型，

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进而实现过程运行自优化；

[0081] 情形二：如果相似数据个数小于某一阈值，表明历史优案例库中找不到大量与当

前工况相似的数据；采用传统的实时优化方法，即辨识扰动变量，重新优化全流程优化模

型，进而得到最优操作。

[0082] 可选地，还包括过程检测系统，过程检测系统包括PLC控制器、浓度检测、压力检测

和流量检测；

[0083] PLC控制器采用Simens  400系列的CPU  414-2，具有Profibus  DP口连接分布式IO；

为PLC配备以太网通讯模块，用于上位机访问PLC数据；PLC控制器和以太网通讯模块放置在

中央控制室中的PLC柜中；

[0084] 上位机选用i7联想计算机，采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

[0085] 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系统在i7联想计算机上，采用C#2008编程软件，金湿

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算法采用Matlab  2016a编程软件；

[0086] PLC与全流程实时优化的信号传送软件是采用C#2008编程软件；

[0087] 在湿法冶金过程现场安装检测仪表，检测仪表将采集的信号通过Profibus-DP传

送到PLC中，PLC定时将采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把接受的数据传给金湿

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系统进行全流程的实时优化补偿操作，并提供操作指导建议。

[0088] (三)有益效果

[008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首先，本发方法利用可靠的专家知识和流程工艺的机理建

立全流程过程模型，为获得准确可靠的优化模型提供保障；其次，利用可在线定量测量或定

性估计的变量信息，对过程运行状态做出实时评价，使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确保了企业经济

效益；最后，针对不同的过程扰动影响，自优化控制补偿与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

为操作工提供合理可靠的操作指导意见，提高了控制系统的优化性能，进而提高全流程过

程的总生产效益。

附图说明

[0090]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金湿法冶金主要供应流程图；

[0091]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控制示意图；

[0092]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金湿法冶金调浆过程矿浆浓度变量变化示意图；

[0093]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在线评价与操作补偿流程示意

图；

[0094] 图5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11,cn示意图；

[0095] 图5b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12,cn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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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图5c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13,cn示意图；

[0097] 图5d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21,cn示意图；

[0098] 图5e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22,cn示意图；

[0099] 图5f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23,cn示意图；

[0100] 图5g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扰动下的最优操作变量Qzn示意图；

[0101]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不同矿浆浓度下全流程优化模拟结果示意图；

[0102]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过程运行状态评价结果示意图；

[0103] 图8a为本发明一实施提供的65种随机扰动下基于标称工作点的评价结果与经济

损失示意图；

[0104] 图8b为本发明一实施提供的65种随机扰动下基于自优化控制补偿方法的评价结

果与经济损失示意图；

[0105] 图9为本发明一实施提供的65种随机扰动下基于自优化控制补偿方法的被控量偏

差示意图；

[0106] 图10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针对经济损失三种不同操作下的仿真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107]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详细描述。

[0108] 湿法冶金全流程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原矿石经过磨矿和分离浮选等预处理过程

后得到一定的矿浆，之后通过浓密压滤过程将预处理过程中携带的药剂从矿石中脱离，得

到带有极少量液体的滤饼；进而通过调浆过程将滤饼与调浆水搅拌得到一定浓度的矿浆，

经调浆后的矿浆进入氰化浸出工序，浸出后的矿浆通过压滤洗涤，洗涤后的滤饼经过调浆

后进入置换流程；贵液经过净化脱氧后进行锌粉置换，产生金泥。湿法冶金过程检测系统主

要由浓度检测、压力检测、流量检测构成。

[010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补偿方法，其中PLC控制器采用

Simens  400系列的CPU  414-2，具有Profibus  DP口连接分布式IO；为PLC配备以太网通讯模

块，用于上位机访问PLC数据，PLC控制器和以太网通讯模块放置在中央控制室中的PLC柜

中。

[0110] pH值是通过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研制的BPHM-II型酸度计进行pH值在线检测，将溶

液pH值的变化转化为mV信号的变化。玻璃电极PH测量系统将一支对于pH敏感的玻璃膜的玻

璃管端部吹成泡状，管内充填有含饱和AgCl的3mol/l  KCL缓冲溶液，PH值为7。存在于玻璃

膜二面的反映PH值的电位差用Ag/AgCl传导系统，导出电位差，然后用mA采集仪器将mA数换

算成PH值显示出来。

[0111] 压力是通过SIEMENS公司生产的DSIII型压力检测仪进行压力在线检测的，介质压

力直接作用于敏感膜片上，分布于敏感膜片上的电阻组成的惠斯通电桥，利用压阻效应实

现压力向电信号的转换，通过电子线路将敏感元件产生的毫伏信号放大为工业标准电流信

号。

[0112] 溶解氧浓度是通过梅特勒托利多公司生产的inpro6870+M400型氧量测量传感器

进行在线检测的。氧量测量传感器由阴极和带电流的反电极、无电流的参比电极组成，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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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在电解质中，传感器有隔膜覆盖，覆膜将电极和电解质与被测量的液体分开，只有溶解

气体能渗透覆膜，因此保护了传感器，既能防止电解质逸出，又可防止外来物质的侵人而导

致污染和毒化。电流信号被送入变送器，利用传感器中存储的含氧量和氧分压、温度之间的

关系曲线计算含氧量，然后转化成标准信号输出。

[0113] 上位机选用i7联想计算机，采用WINDOW  XP操作系统。

[0114] 全流程过程实时优化系统在i7联想计算机上，采用C#2008编程软件，全流程过程

实时优化算法采用Matlab  2016a编程软件。

[0115] PLC与过程实时优化系统的信号传送软件是采用C#2008编程软件。在湿法冶金过

程现场安装检测仪表，检测仪表将采集的信号通过Profibus-DP传送到PLC中，PLC定时将采

集信号通过以太网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把接受的数据传给过程实时优化系统进行实时优

化，并提供操作指导建议。

[0116] 本发明以金湿法冶金高铜矿为例的全流程过程实时优化框图如图2所示。金湿法

冶金(高铜矿)全流程过程实时优化方法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0117] 步骤1：结合专家知识和现场操作人员经验，采取一段时间内的调浆过程中得实际

矿浆浓度值。

[0118] 步骤2：基于实际金湿法冶金全流程生产过程中的标称变量，如表1所示，通过

Monte  Carlo采样方法对矿浆浓度变量随机生成500组样本，利用全流程优化模型进行优化

求解，得到不同矿浆浓度下的最优操作变量。

[0119] 具体地举例来说优化结果如图5a至图5g所示；从图5a至图5g中可以看出，不同的

矿浆浓度下利用全流程优化方法求得的最优操作变量Q11 ,cn、Q12 ,cn、Q13 ,cn、Q21 ,cn、Q22 ,cn、

Q23 ,cn、和Qzn是变化的，因此，本发明将矿浆浓度作为一种随机扰动来研究金湿法冶金全流

程实时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0120] 表1 金湿法冶金全流程过程变量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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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0122]

[0123] 步骤3：为了更进一步说明矿浆浓度的变化会使得全流程优化结果发生变化的问

题，文发明通过具体列举三种不同工况下的矿浆浓度变化来研究优化结果。仿真实验步骤

如下所示。分别选取矿浆浓度为Cw＝0.32、标称值Cw＝0.36和Cw＝0.40，利用全流程优化方

法分别求解得到相应的最优操作变量u＝[Q11,cn,...,Q23,cn,Qzn]T。之后，分别将矿浆浓度Cw

＝0.36和Cw＝0.40的优化结果带入到模拟模型中，其中模拟模型中的矿浆浓度为Cw＝0.40，

优化结果如图6和表2所示。

[0124] 表2 不同矿浆浓度下全流程优化结果

[0125] 变量 优化结果Cw＝0.32(g/g) 优化结果Cw＝0.36(g/g) 优化结果Cw＝0.40(g/g)

xt1(％) 0.9529 0.9549 0.9573

xt2(％) 0.8732 0.8734 0.8737

xt3(％) 0.9997 0.9997 0.9997

Q11,cn(kg/h) 11.9835 12.0058 12.0495

Q12,cn(kg/h) 0.1001 0.1001 0.3980

Q13,cn(kg/h) 0.0553 0.0059 0.0587

Q21,cn(kg/h) 24.6387 22.5764 22.8302

Q22,cn(kg/h) 10.4865 11.4495 11.9523

Q23,cn(kg/h) 0.1001 1.9160 3.3507

Qzn(kg/h) 0.2779 0.2781 0.2784

xc1(元/时) 155.3776 155.0312 160.0790

xc2(元/时) 450.8838 460.0551 48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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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元/时) 2977.2293 3047.0352 3119.2983

[0126] 从图5a至图5g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矿浆浓度求得的全流程经济成本J(元/时)是不

同的。矿浆浓度越高，浸出率也就越大，然而为了满足浸出率的要求，物耗也就越大，因此经

济成本也越大。将矿浆浓度Cw＝0.36和Cw＝0.40的优化结果分别带入到模拟模型中可以看

出，实际的经济成本为3119.2983(元/时)。然而，标称工作点Cw＝0.36所求得的最优操作变

量不是实际最优操作，带入到模拟模型中得到的经济成本为3175.7859(元/时)，明显大于

实际经济成本。

[0127] 从表3更可以看出，标称工作点求得的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过程中时，浸出率是小

于实际过程所求的浸出率，不能满足实际生产要求。因此，矿浆浓度的变化应当被作为一种

随机扰动来考虑。

[0128] 表3  两种不同操作下的浸出率比较

[0129] 变量 总浸出率 一次浸出率 二次浸出率

Cw＝0.36-0.40 0.9945 0.9569 0.8730

Cw＝0.40-0.40 0.9946 0.9573 0.8737

[0130] 步骤4：利用自优化控制方法对次优运行状态下的操作变量进行补偿实施。首先利

用Monte  Carlo方法在矿浆浓度扰动空间中随机生产450个样本。用全流程优化方法进行优

化求解，获得最优操作变量u＝[Q11,cn,...,Q23,cn,Qzn]T和过程变量。本发明选取全流程生产

过程中输出变量为y＝[Q11 ,cn,...,Q23,cn,Qzn,C11 ,s,...,C23,s,C11 ,cn,...,C23,cn,Ccnd]T，测量

噪声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标称值的2％。利用自优化控制离线建模方法求得被控变量设定

值为Cs＝Hy＝[0.0083  -0.0039  0.0310  0.01292  0.0064  -0.0091  0.0005]T。

[0131] 仿真实验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试验验证：方法一，采用标称工作点实施。最优操作变

量选取标称工作点求得的最优操作，实际生产过程受矿浆浓度随机扰动变化，即d＝[Cw]＝

[0.320.40]；方法二，采用自优化控制方法实施。操作变量根据自优化控制方法实时改变，

实际生产过程受矿浆浓度随机扰动变化d＝[Cw]＝[0.320.40]。

[0132] 本发明随机仿真试验65次，首先，在比较两种方法的经济损失结果前，通过运行状

态评价方法对这65种过程性能结果进行评估，性能等级分为1，2和3，分别表示优等级，次优

等级和非优等级。评价结果如图7所示。由于本发明是随机产生65次扰动进行仿真，因此，三

种性能等级都有可能存在。运行状态等级为优的说明矿浆浓度扰动变量接近标称值Cw＝

0.36，由于采用标称工作点工作，所以得到的过程性能为优。

[0133] 而对于次优和非优性能，说明矿浆浓度与标称值发生明显偏离，非优程度越大，偏

离也就越大。从图8a经济损失可以看出，采用标称工作点得到的经济损失是很大的，最大损

失为34.81(元/时)，平均损失为9.98(元/时)。而通过自优化控制补偿方法进行补偿操作

后，经济损失如图8b所示，最大损失为0.699(元/时)，平均损失为0.0130(元/时)。很显然，

经济损失得到了巨大改善。

[0134] 在仿真试验中，采用标称工作点进行操作时得到的被控变量偏差很大，最大偏差

为2.0601，平均偏差为0.9881。通过自优化控制补偿方法得到的被控变量偏差如图9所示，

最大值为0.3849，平均偏差为0.1397。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标称工作点应用到实际生产过

程中时，操作变量与过程变量不是实际最优，因此降低了生产效益，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

[0135] 步骤5：利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使非优的生产过程回归至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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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次优运行状态；本发明随机进行5组仿真实验，针对每组实验，提前获得该组工况条件下

的最优操作变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损失，且每组实验均采用标称工作点进行实验比较。

[0136] 首先，针对每组工况，采用基于及时学习just-in-time思想(以下简称JIT)，在历

史最优数据库中查找与当前工况最相近的几组数据；

[0137] 其次，求取相似样本数据与当前工况下的操作变量之间的差值，获得建模数据集

{zi,Δui}i＝1,2,...,7，其中，zi为相似样本的工况条件，Δui为操作变量的差值。采用偏最小二

乘PLS方法建立工况条件与操作量补偿值之间的数据模型Δui＝fr(zi,θ)；

[0138] 最后，针对每一组实验，将工况条件带入到建立好的数据模型中，基于回归模型Δ

u 2 ,k＝f r (z t ,θ)对当前操作进行补偿，得到补偿值Δu 2 ,k，进而获得新的操作变量

将新的操作变量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得到每组实验的经济成本J。为了

更好的进行实验比较，本发明采取三种方法进行仿真验证，分别为：方法一，标称工作点操

作；方法二，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操作；方法三，实际过程的最优操作；实验

结果如图10所示。

[0139] 由于标称工作点不是实际最优操作，当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时得到的经济成本

不是最优，存在较大的偏差。而采用基于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操作后，补偿后的

操作变量接近实际最优操作，因此带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时得到的经济成本与实际最优经

济成本偏差很小。表4列出了不同方法操作后经济损失的均方根误差(以下简称RMSE)与平

均绝对误差(以下简称MAE)。从表中可以看出，针对五组随机仿真实验比较，通过采用基于

数据的操作量优化设定补偿方法操作后的经济损失大大降低，RMSE与MAE均小于基于标称

工作点操作得到的误差。

[0140] 表4  两种不同操作下的误差比较

[0141]

[0142] 通过上面的实例，表明了本发明――金湿法冶金全流程实时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实现了从不同评价结果角度，从次优到非优对湿法冶金全流程进行实时优化补偿操作，解

决了因实际生产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无法建立定量模型且基于机理模型的优化结

果不是实际最优的问题，为解决复杂工业过程实时优化提供了有效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014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的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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